
A23

■ 2015年1月15日 星期四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发行人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公司董事签字：

贺占海 梁润彪 吴爱国

杨红星 丁喜梅 贾栓

孙燕红 张振华 白颐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四日

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远兴能源、公司、发行人 指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683

博源集团 指

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内蒙古博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内蒙古

博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源化学 指 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原桐柏安棚碱矿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

指

远兴能源向中源化学除河南油田外的全体股东（即博源集团、实地创业、

挚信投资、汉高科技、中稷弘立、建银金博、南昌中科、奥美投资）发行股份

购买中源化学81.71%股份， 并以询价方式向不超过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

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远兴能源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30,340,928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募集配套

资金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海通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独

立财务顾问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所、法律顾问 指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瑞华审计、审计机构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根据远兴能源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内蒙古远兴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向博源集团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4〕772号）， 远兴能源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30,340,928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募集

配套资金履行了以下程序：

1、2013年7月17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及《关于签署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等议案。

2、2013年12月17日，上市公司与中源化学全体股东签署了《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补充协议》，上市公司与博源集团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3、2014年1月14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及

《关于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的议案》等议案。

4、2014年2月18日，上市公司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的议案》以及《关于签

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的议案》等议案，并同意博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中稷弘立

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收购上市公司股份。

5、2014年5月22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六届第二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用途的议案》。

6、2014年7月1日，远兴能源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

员会2014年第30次工作会议审核并获得有条件通过。

7、2014年7月28日，远兴能源获得了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772号《关于核准内

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博源集团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文

件，核准远兴能源向博源集团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

8、2014年12月10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向20家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公司、10家证券公司、5家保险机构投资者、已经提交认购意向书的40名投资者，以及截至

2014年9月30日远兴能源前20名股东（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

人不参与募集配套资金部分的认购）发出了《认购邀请书》。

9、2014年12月15日，发行人和海通证券接受认购对象的申购报价，根据《认购邀请书》

约定的程序、原则和簿记建档的情况，最终确定本次新股发行价格为4.60元/股。

10、2014年12月19日， 海通证券将收到的认购资金总额扣除承销费用13,129,432.93

元后的资金1,037,225,201.47元划转至远兴能源指定的银行账号内。

11、2014年12月19日，瑞华审计出具了瑞华验字[2014]第12010014号验资报告。 根据

该验资报告，截至2014年12月18日15:00时止，海通证券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4名认

购对象缴纳的认购远兴能源非公开发行人民币A股股票的资金人民币1,050,354,634.40

元。

12、2014年12月22日，瑞华审计出具了瑞华验字[2014]第12010015号验资报告。 根据

验资报告，截至2014年12月19日止，远兴能源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1,050,354,634.40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15,179,432.93元，远兴能源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35,175,201.47元，其中计入“股本” 人民币228,337,964.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

溢价”人民币806,837,237.47元。

二、本次发行概况

1、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2、股票面值：1元。

3、发行数量：228,337,964股。

4、发行价格：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

议公告日，发行底价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之百分之九十（定价基准日

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即4.56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最终确定为4.60元/股，不低于公司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之百分之九十，相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日暨申购报价日（2014年12月15日）

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5.25元的87.65%。

5、募集资金：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1,050,354,634.40元。 发行费用共

计15,179,432.93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035,175,201.47元。本次非公开发

行所募集的配套资金拟用于发行人主营业务发展及补充流动资金。

三、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14年12月10日向20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10

家证券公司、5家保险机构投资者、已经提交认购意向书的40名投资者，以及截至2014年9月

30日公司前20名股东发出了《认购邀请书》。 2014年12月15日（T+5日）上午9：00至11：00

接受认购对象的报价。 根据《认购邀请书》约定的程序、原则和簿记建档的情况，确定了本

次发行的最终结果。 各发行对象的获配价格及获得配售情况如下：

序

号

认购对象名称 获配价格（元）

获配金额

（元）

获配数量

（股）

占发行后总

股本比例

锁定期

1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4.60 359,999,997.40 78,260,869 4.83% 12个月

2

北京千石创富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4.60 346,999,997.20 75,434,782 4.66% 12个月

3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4.60 341,999,999.60 74,347,826 4.59% 12个月

4

财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4.60 1,354,640.20 294,487 0.02% 12个月

合计 - 1,050,354,634.40 228,337,964 14.10%

上述各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限售期为自新增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12个月。

四、本次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16层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文升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截至2014年12月15日，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和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本次

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也无重

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2、北京千石创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北京千石创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87号14层4-1406

注册资本： 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尹庆军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未取得行政许可的

项目除外）

截至2014年12月15日， 北京千石创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和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除

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也

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3、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南楼三层

注册资本： 18,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弓劲梅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截至2014年12月15日，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本次

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也无重

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4、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合资）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注册资本： 200,000,000元

法定代表人：阮琪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企业经营涉及

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截至2014年12月15日，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本次股票

发行认购交易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也无重大未

来交易的安排。

（二）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的4名发行对象除持有公司股票外，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说明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与公司最近一年内无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无未来交易的安排。

五、本次发行的相关当事人

1、独立财务顾问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海通证券大厦

财务顾问主办人：张杨、钟夏楠

联系电话：021-23219000

联系传真：021-63411061

2、发行人律师

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黄宁宁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580号45、46楼

经办律师：秦桂森、李良锁

联系电话：021-52341668

联系传真：021-62676960

3、审计机构

名称：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杨剑涛、顾仁荣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院2号楼4层

经办会计师：韩勇、徐宇清

联系电话：010-88095588

联系传真：010-88091199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比较

1、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2014年9月30日，公司总股本为1,390,553,880股，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股）

持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

1 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2.48 590,753,826 438,301,359

2 北京实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59 36,028,565 36,028,565

3 上海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24 31,178,566 31,178,566

4 天津汉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16 30,000,709 30,000,709

5 南昌中科摇篮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4 29,693,872 29,693,872

6 建银金博投资(天津)有限公司 2.14 29,693,872 29,693,872

7 北京中稷弘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29 17,944,997 17,944,997

8

奥美股权投资基金 (上海)中心 (有限合

伙)

0.71 9,897,957 9,897,957

9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尊嘉

ALPHA证券投资有限合伙企业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0.49 6,802,700 -

10

宏信证券-光大-宏信证券宏大一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0.22 3,000,000 -

2、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前十大股东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股）

持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

1 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6.49 590,753,826 438,301,359

2 建信基金-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83 78,260,869 78,260,869

3

北京千石资本-民生加银68号资产管理

计划

4.66 75,434,782 75,434,782

4

泰达宏利基金-民生加银定向增发1号

资产管理计划

4.59 74,347,826 74,347,826

5 北京实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23 36,028,565 36,028,565

6 上海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93 31,178,566 31,178,566

7 天津汉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85 30,000,709 30,000,709

8 南昌中科摇篮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83 29,693,872 29,693,872

9 建银金博投资(天津)有限公司 1.83 29,693,872 29,693,872

10 北京中稷弘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1 17,944,997 17,944,997

注： 本次发行新增4家股东持有限售条件股份的限售期为自新增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1、股本结构变化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622,739,897 44.78% 851,077,861 52.57%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767,813,983 55.22% 767,813,983 47.43%

三、股份总数 1,390,553,880 100.00% 1,618,891,844 100.00%

2、资产总量及资产结构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相应增加1,035,175,201.47元，资产负债率、

流动资产占比等数据指标均将得到良好改善。

3、业务结构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 公司向博源集团等非公开发行股份， 购买其持有的中源化学

81.71%股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1,050,354,634.40元， 发行费用共计15,179,

432.93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035,175,201.47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

的配套资金拟用于发行人主营业务发展及补充流动资金。

4、每股收益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228,337,964股新股， 发行后股票总计1,618,891,844股， 以2014年

1-9月和2013年备考财务数据为基础模拟计算， 公司本次发行前后每股收益和全面摊薄每

股收益变化如下：

项目

发行前 发行后

2014年1-9月 2013年度 2014年1-9月 2013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3 0.22 0.11 0.19

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元）

0.13 0.22 0.11 0.19

5、公司治理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 本次股票发行后，

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稳定，不会影响原有法人

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 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进一步规范

运作，切实保证公司的独立性。

6、高管人员结构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完全独立于控股股东。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董

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保持相对稳定，上述人员独立性将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

7、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关系情况不

会发生变化，本次发行不会带来新的同业竞争问题。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发行人备考财务报告假定本次非公开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完成后的资产架构

（未考虑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影响）， 于本报告期初已经形成并独立存在的基础上进行编

制，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备考合并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

瑞华专审字[2014]12010024号专项审计报告。 发行人近两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

9月30日

2013年

12月31日

2012年

12月31日

总资产 1,846,115.36 1,773,229.74 1,536,419.24

总负债 1,089,030.64 1,042,155.47 831,463.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01,698.92 483,230.15 457,898.76

资产负债率 58.99% 58.77% 54.12%

项目 2014年1-9月 2013年度 2012年度

营业收入 541,905.34 577,955.24 620,109.57

营业利润 40,603.03 32,586.95 84,459.77

利润总额 41,276.17 55,581.92 89,294.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122.39 29,959.48 39,034.4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3 0.22 0.28

注：1.� 2014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 �基本每股收益按照当年或当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完成后、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公司股份总数计算。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2014年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基本面发生了根本改变，因此最近两年的财务

数据不具可比性。

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与专项存储情况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1,050,354,634.40元，净额为1,035,175,201.47元。 本次非公开

发行所募集的配套资金拟用于发行人主营业务发展及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年产30万吨合成氨、52万吨多用途

尿素项目

395,000 85,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

二、本次募集资金专项存储情况

目前，上市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执行《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存放于上市公司董事会决定开设

的专项账户中，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

截至目前，上市公司已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户名称及账号如下：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苏州分行 692908766

浦发银行兴安北路支行 59040154500000618

中国光大银行鄂尔多斯分行 52920188000012865

中信银行呼和浩特分行营业部 7271110182600333172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开户银行、上市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将根据深交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或

多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第五节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的上市推荐意见

受上市公司委托，海通证券担任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独立财务顾问暨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 海通证券具有保荐人资格，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海通证券本着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精神，对发行人的发行条件、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发展

前景等进行了充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就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

审核程序，并通过海通证券内核小组的审核。

海通证券认为： 发行人申请其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具

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海通证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

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第六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及上市时间

上市公司已于2014年12月25日，就本次新增股份向中登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 经确

认，本次新增股份将于该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个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公司的股东

名册。 当日公司收到中登公司《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确认公司向4名发行对象发行

的228,337,964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相关证券登记手

续已办理完毕，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1,618,891,844股。

本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2015年1月16日。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上市地点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证券代码：000683

上市地点：深交所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4名发行对象认购的新增股份， 自新增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12个

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第七节 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一、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的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认为: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询价过程、发行对象选择过程及配售数量和价格的确定过程

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

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发行程序及发行

人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的规定。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认购对象的资格符合发行人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规定。

（三）本次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的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

“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以及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发行结

果公平、公正；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认购合同》等法律文书

合法有效。 ”

第八节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一、保荐机构声明

本公司已对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

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财务顾问主办人：张杨 钟夏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

王开国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4日

二、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

见书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

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单位负责人：黄宁宁

经办律师：

秦桂森 李良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015年1月14日

三、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

的报告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验资报

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单位负责人（或授权代表）：

顾仁荣

签字注册会计师：

韩勇 徐宇清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5年1月14日

第九节 备查文件

(一)远兴能源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远兴能源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三)远兴能源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四)海通证券出具的《审核报告》

(五)国浩律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六)瑞华审计出具的验资报告

(七)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重要文件。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4日

证券代码：000683� � � �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临2015-002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博源集团等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772号）核准，内蒙古远兴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千石创富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28,337,964股，发行价格4.60元/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1,050,354,634.40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035,

175,201.47元。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14年12月22日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

行了审验，并出具了瑞华验字[2014]第12010015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或“丙

方” ）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浦发银行兴安北路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分行、中信银行呼和浩特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乙方” ）签订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 《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深圳证券

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次签署《三方监管协议》下的项目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和存储情况为：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募集资金（元）

内蒙古远兴能

源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民生银行苏州分行 692908766 437,225,201.47

浦发银行兴安北路支行 59040154500000618 250,000,000.00

中国光大银行鄂尔多斯分行 52920188000012865 200,000,000.00

中信银行呼和浩特分行营业部 7271110182600333172 150,000,000.00

合计 1,037,225,201.47

注：上述金额已扣除保荐承销费

三、《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在上述四家银行分别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专户开

立和存储情况如下：

1、 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692908766，截至2014年12月19日，专户余额为437,225,201.47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年产

30万吨合成氨、52万吨多用途尿素项目之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 公 司 在 浦 发 银 行 兴 安 北 路 支 行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 账 号 为

59040154500000618，截至2014年12月19日，专户余额为250,000,000.00元。 该专户仅用

于甲方1亿元流动资金、1.5亿元项目资金之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3、 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52920188000012865，截至2014年12月19日，专户余额为200,000,000.00元。 该专户仅用

于甲方5,000万元流动资金、15,000万元项目资金之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

用途。

4、 公司在中信银行呼和浩特分行营业部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号为

7271110182600333172，截至2014年12月19日，专户余额为150,000,000.00元。 该专户仅

用于甲方5,000万元流动资金、10,000万元项目资金之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

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及独立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财务顾问主

办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

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

方每半年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财务顾问主办人张杨、钟夏楠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

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财务顾问主办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

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

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5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1次或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或募集资金总额的

20%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财务顾问主办人。 丙方更换财务顾问主办人

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财

务顾问主办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财务顾问主办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

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

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

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十）、本协议一式陆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内蒙古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特此公告。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683� � � �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临2015-004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发行人”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工作已

经完成，现将本次发行相关承诺公告如下：

一、发行人承诺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二、发行对象承诺

本次发行的4名特定投资者———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千石创富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均承诺将本次认购的股票进行

锁定处理，并承诺本次认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三、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承诺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诺：本公司已对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发行人法律顾问承诺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承诺：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

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

告书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审计机构承诺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

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

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

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四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二〇一五年一月

证券代码：002702�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海欣食品 公告编号：2015-001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月14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

之一滕用雄先生的通知，滕用雄先生将其所持有的972万股首发前个人限售股质押给广

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初始交易日为

2015年1月5日，股票质押期限为一年。 上述质押已在广发证券办理了相关手续。 待购回

期间，标的股份对应的出席股东大会、提案、表决等股东权利仍由原股东滕用雄先生行

使。

截至本公告日，滕用雄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34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14,140万股的

23.62%； 本次股票质押式回购的股份数量为972万股， 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9.10%，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6.87%。

截至本公告日，滕用雄先生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积数为1,632万股，占其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48.86%%，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54%。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不存在持有、控制本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处于

质押状态的情况。

备查文件：

《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协议书》。

特此公告。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14日

证券代码：600683� � � � � � � �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2015-004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应收钱湖国际债权款回收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2014年9月16日披露了应收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

（下称“钱湖国际” ）债权款本金人民币415,498,120.41元及其利息人民币63,171,

999.05元的逾期事项， 内容详见公司 《关于应收钱湖国际债权款逾期的公告》（临

2014-027）。

2014年9月30日，钱湖国际向本公司支付相关款项5,000万元，内容详见公司《关

于应收钱湖国际债权款回收进展情况的公告》（临2014-029）。

2014年12月30日，钱湖国际向本公司支付相关款项10,000万元。 内容详见公司

《关于应收钱湖国际债权款回收进展情况的公告》（临2014-056）。

2015年1月14日,钱湖国际向本公司支付相关款项10,000万元。

有关应收钱湖国际债权款回收情况的进展， 公司将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14日

证券代码：600960� � � �证券简称：渤海活塞 公告编号：2015-001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近日收到

鲁科函字[2014]136号《关于公示山东省 2014年拟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名

单的通知》，主要内容如下：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

火 [2008]172� 号） 和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

[2008]362�号）有关规定，经企业申报、地方初审、专家评审,拟认定公司

等企业为山东省 2014年高新技术企业。

目前已公示完毕，现正在办理相关备案手续，敬请投资者关注后期进

展公告。

特此公告。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月14日

证券代码：600558� � � � � � � � �证券简称：大西洋 公告编号：临2015-02号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李志宗先生辞去监事会召集人及监事职务的

公 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月14日收到

公司监事会召集人李志宗先生提交的辞去公司监事会召集人及监事职务的申请。 李

志宗先生因已到法定退休年龄，无法继续履行公司监事会召集人及监事职责，特申请

辞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召集人及监事职务。 李志宗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监事会

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监事会的正常工作。 李志宗先生的辞呈自送达

公司监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推举一名

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并尽快选举产生新任监事。

公司及公司监事会对李志宗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五年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644 � �股票简称：乐山电力 � �编号：临2015-001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乐山市金口河区地震对公司影响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2015年1月14日下午13时21分， 四川省乐山市金口河区发生里氏5.0

级地震，本公司所在地区有明显震感。 经公司自查，本次地震未造成公司

人员伤亡，公司财产无重大损失，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

有关本次地震对公司影响的最新情况， 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600693� � � � � � � �股票简称：东百集团 编号：临2015—003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股东王红伟女士通

知： 王红伟女士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7,362,1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06%）质押给深圳钦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质押登记日为2015年1月13日。上述质押

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止本公告日，王红伟女士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7,362,1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5.06%；本次质押公司股份17,362,100股，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7,362,1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5.06%。

特此公告。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601099� � �证券简称：太平洋 公告编号：临2015-06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开展私募基金综合托管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近日，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关于太平洋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私募基金综合托管业务的无异议函》（证保函〔2015〕

21号）（以下简称“《无异议函》” ），对我公司开展私募基金综合托管业

务无异议。

我公司将严格按照《无异议函》的要求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

开展私募基金综合托管业务。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四日


